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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簡史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簡史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簡史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簡史 
 

   1887 年，美國播道會差派宣教士來華，傳揚耶穌基督因為愛

的原故，於二千多年前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後復活升天，讓

相信祂的人得以從罪惡黑暗進入永生光明的信息。1931 年成立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由華人信徒主力繼續發展聖工。1949 年

後把工作轉到香港，繼續以傳廣耶穌基督，服侍人群為己任。 

 

  至今，我們在港九各區興辦了神學院、醫院、兒童之家、長

者中心、幼兒學校、自修室、社區康健發展中心等等不同的服務

機構，並於 2006 年在將軍澳開辦了「一條龍」式的直資中、小學

－播道書院。此外，我們也建立了約 50 多間不同大小的教會，務

求一同參與社會，全面關懷人群身心靈的健康。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簡史和現況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簡史和現況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簡史和現況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簡史和現況 

 

  將軍澳區近年發展迅速，居民日益加增。故此，我們爭取機

會，在 1994 年 4 月由本會位於九龍城的恩泉堂差派約 30 位信徒，

於厚德邨成立厚恩堂，並開辦了厚恩幼兒學校。2002 年 4 月 1 日，

本堂成為自立堂會，更於 2006 年 3 月於厚德邨開辦家庭活動中

心，繼續與幼兒學校攜手按聖經真理與眾基督教會一同關懷鄰

舍，傳揚十字架大愛的信息。2008 年本堂於現址擴展家庭活動中

心，藉此為坊眾提供更多服務。 

 

   現時，除了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上開設成人崇拜外，也

在星期日早上開設兒童崇拜，又於不同時間開設祈禱會、主日學、

查經班，以及適合不同對象的團契和小組活動等，讓參加者能更

加明白聖經真理，從真誠的友誼中學習彼此切實相愛，互相鼓勵。 

 

   歡迎您隨時致電本堂傳道同工黎漢華牧師、梁慧嫺姑娘、陳

家恩先生及余慧儀姑娘，共同分享信仰及生活上種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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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救得救得救得救及轉會及轉會及轉會及轉會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梁金屏姊妹梁金屏姊妹梁金屏姊妹梁金屏姊妹 

我從小就對信仰沒有一定的認識。家裡父親是拜神的。結婚後丈夫

也拜神，所以順理成章就跟着拜神。每年都求神問卜，以為就可平安度

過。但遇到不順景就會成年都擔心，沒有安全感。而且我是一個膽小鬼，

無可能自己獨處。 

 

直至到我的大女兒(她已信耶穌)生了第一個孩子。她就用叫我幫忙

照顧孩子一齊上教會。也因為我很愛錫孩子。也抱着看看信耶穌是怎麼

一回事。初時聽着大家很歡樂一齊唱歌，感覺得特別。心裡好像也很快

樂，也跟着一起唱，聽着傳道人及牧師講道。也覺得自己一直的不安，

是沒有真正的依靠，同原來自己一直都不知是一個有罪的人。 

 

再深入看聖經，更知道我們世人為怎甚會有罪，原來罪不單是世人

看的姦淫、偷盜、殺人放火，實在行為上的不當，及對人的態度都可以

是罪。 

 

學識跟從耶穌，見證主的大能。在這期間我的人生好像改變很多，

家人及朋友、同事都覺得我改變了。我丈夫都很支持我。 

 

在 2003 年我真正接受水禮。從此我的人生觀都改變了。凡事依靠耶

穌，活出主的樣式，人也平安喜樂。丈夫也因着我的原因，在六年前，

他離世前信了主，受洗在主的懷裡等我。這是主給我最大的禮物。哈利

路亞！！ 

 

至於為甚麼會到厚恩堂，因為以前的教會，因時間及交通不便，所

以就決定在將軍澳找間教會，看可否安定下來。我在厚恩堂都返了四年

多，覺得環境及弟兄姊妹好像一家人。而傳道人及牧師對人得關心，所

以就決定轉會。 

    
                                                        得救得救得救得救及轉會及轉會及轉會及轉會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王詠恩姊妹王詠恩姊妹王詠恩姊妹王詠恩姊妹
 當我讀小學的時候已經常聽聖經故事, 有時候也會跟姨媽到教會. 

但是從來沒有思考聖經和基督的真實性。中學階段也有參加團契,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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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跟同學一起聊天,並不認真, 再加上我的爸爸和媽媽是拜觀音的,  

所以，很自然地便跟他們上香拜神。 

 

我從小便很怕黒，怕黑自然就怕鬼，從來都不會單獨睡覺。直到參

加我小叔的婚禮，我的人生有著很大的轉變。我的小叔是基督徒，所以

婚禮是在教堂舉行的。不知怎麼，那天當我從踏進教堂那一刻，便有一

種幸福和溫暖的感覺。尤其是聽到他們唱詩歌，感覺很快樂。心想：「為

什麼他們的婚禮跟自己的不一樣呢？回想起來，當我舉行婚禮那天，我

們上香拜神，什麼都拜，但卻沒有他們的幸福的感覺呢？」 

 

翌日，當我上班之時，便跟一位基督徒同事分享此事，跟著我便開

始尋求主耶穌的事了。我們每天吃午飯時都會談起耶穌基督的事情，對

於這個宗教的事，我越來越想知更多，於是便叫我的小叔帶我返教會。

終於，我在 1996 年 10 月決志信主。認識神後，令我知道什麼是平安和

喜樂，也叫我認知自己的罪。 

 

以往我以為所有的事都要靠自己去解決。我也以為做人做事只要自

己開心，不去傷害别人就好了。信主後讓我知道我作的算不上什麼，因

為一切也是來自神，自己其實很渺小。我有時也有軟弱的時候，但我知

道我要不斷禱告，靠著神得到出路。這些經歷令我更加深信神的愛和真

實。我不再拜偶像，也不再怕黑，因我知道有神同在，什麼都不用怕。 

 

很感恩天父把我帶到厚恩堂。教會就在我家附近，十分方便。我在

這個家參加週日崇拜已差不多 4 年了。 一直覺得這個家和諧有愛。所

以我希望可以轉入厚恩堂繼續享受教會生活。 

 

                                                        得救得救得救得救及轉會及轉會及轉會及轉會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王頌恩姊妹王頌恩姊妹王頌恩姊妹王頌恩姊妹    
從小以來，我也是沒有宗教信仰的，是一個無神論者。這是因為從

小就讀天主教學校的原因。在天主教學校的學習中，令我覺得這個神一

點也不偉大。而老師要求我們的禱告也變得沒意思，而我也不明白為甚

麼要祈禱。此後, 我更加討厭談論聖經的。 

 

直至一九九七年中，我的家姐因她的叔仔，開始有尋求基督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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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到教曾數次後， 開始跟我「講耶穌」。每次她開口，我必假裝睡了。

對我這種態度， 她只好收口。但她給了我一本小冊子，名叫「挪亞方

舟」。 

 

以前我有一個在睡前在床上看書的習慣。一晚，我沒有預備但看到

這小冊子，所以就拿了來看。誰知一看之後, 竟改變餘下來的生命。 

 

小冊子的主旨是告訴我挪亞方舟的真確性。還有很多其他證明聖經

講的事實，最深刻的是一句「這一切證明是真的，那就代表聖經是真的。

那又代表聖經說的世界末日和耶穌贖罪是真的了，我們當悔改。」看到

這裹，我的心很害怕，但感覺到好像旁邊有人和我一起看，以下的一句

是「如果你認罪信主，請你作以下祈禱。」 之後我心感到非常的平安。

但也沒信心承認自己是基督徒。直至一次在教會分享，一弟兄對我說人

是不配的，但神的大愛和偉大為了我們贖罪。所以認罪後就是衪的兒

女，被看為寶貴。此後我的信心只有加, 沒有減。 

 

但那時的教會生活令我不太開心，所以搬家後沒有再返。直到二零

零二年，我因工作改變了思想，開始再回想我和神，及與人的關係。我

也開始懂得感恩，明白我的一切是來自神，不是我自己的。之後用另外

一種心態，再投入教會生活。更藉受洗在神、人和魔鬼前宣告我是屬神

的。 

 

當然我仍然是一個人，但身為基督徒的我也改變了不少，尤其當老

朋友說及我的改變就更是愉快，因為這是個活生生的見證。脾氣大的我， 

變得快樂平安,脾氣不是沒有，但小了並且，我懂得在別人角度觀看，

原諒別人的心也大了。 

 

現在每天數算恩典，快樂平安。 

 

幾年前開始參加厚恩堂的聚會，我願意厚恩堂能成為我屬靈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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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救得救得救得救及轉會及轉會及轉會及轉會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黃黃黃黃        月姊妹月姊妹月姊妹月姊妹    
我早年已相信耶穌和參與厚恩的聚會，並在 1996 年在恩泉堂接受水

禮。後因身體緣故，參加鄰近的教會，在 2001 年轉會至生命頌浸信會。

時隔多年，內心仍記掛在厚恩的情誼，於是決定再次參與厚恩的聚會，

又把會籍轉回厚恩。 

 

                                                        得救得救得救得救及轉會及轉會及轉會及轉會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黃亦好姊妹黃亦好姊妹黃亦好姊妹黃亦好姊妹    
 各位好，我是亦好，來這裡聚會近兩年了。我去過多間教會聚會，

認識到神多方面的供應，也識了很多朋友，知道自己需要一間固定教會

來牧養自己，建立自己。 

 

 其實我信耶穌有 20幾年，個人改變也很多，其中我的工作，家庭生

活曾遇到難處，誰又會只有風平浪靜的生活呢！都因神保守，我能喜樂

平安順利經過。很感恩，我信主後得神祝福。所以，最初來播道會厚恩

堂，是抱以觀察、學習、投入和開放自己的態度。我來這裡，我先去崇

拜，後入小組，在慧賢組認識到姊妹們，見到他們很有愛心，很主動，

特別是彼此關心，彼此付出，記得有個姊妹在醫院，情緒上極需要有人

陪伴，而慧賢組的姊妹，知道願意分工，每天都去醫院探望慰問，我因

是退休人士，也加入行列去探望，自己從中很感動，很得力量，更覺得

神的愛在此事上彰顯得淋漓盡致。我一心想找一間教會落腳，我常為此

祈禱，神真的聽祈禱，讓我找到了。我便申請轉會，何況我就住在附近

更覺方便。神的體貼，令我感到無微不至，將榮耀歸給神。 

 

                                                        得救得救得救得救及轉會及轉會及轉會及轉會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汪錦碧姊妹汪錦碧姊妹汪錦碧姊妹汪錦碧姊妹    
   不經不覺信主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無法記起準確

的日期。我開始返教會時，大概是在自己的中學時期。當時年

紀還很小，對所有事物總覺得新奇，也喜歡「每事問」和「包

拗頸」。在校園裏圍繞自己身邊的只有老師和同學，他們都是沒

有信仰的無神論者，他們只相信凡事自力更生、人定勝天，凡

事靠自己就是那裏的信仰。他們強調基督教會是只會教導人迷

信，它只會對無知的人洗腦和騙取他們的金錢，中學的校園無

法對我的信仰有絲毫幫助。但這時我卻發現自己哥哥卻時常返

教會，我心中產生很大的疑惑。哥哥是個大學生，他有極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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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能力，如果教會真的如學校老師和同學的觀念，屬於迷信

的組織，為甚麽哥哥會不知道？他常常返教會聚會，他的工作

很忙，為何還每星期都定時返教會呢？ 

 

於是我出於自己的好奇心，便要求哥哥帶我參加教會的聚

會。哥哥實在是一個大忙人，他就忙得只帶我返了一次的教會，

他在教會介紹了一個姐姐給我認識。那時開始，這位姐姐便帶

領著我參加主日學，團契和崇拜，就是這樣，我漸漸融入了教

會生活，當中我出奇地體驗到神的愛，弟兄姊妹的關心，教會

的開心生活令我推翻了學校的錯誤觀念。事實上，我可以有如

此機會認識神，我知道不是我揀選了神，是神親自揀選了我。

神在信仰給我的預備，超乎我的想像。雖然我起初對基督教信

仰的懷疑，是受到中學校園環境中老師和同學的影響，但自己

選擇跟隨他們而不去認識神已經是一種罪，更何況主耶穌為我

而付上了肉身和寶血作為救贖代價，我願意接受相信耶穌為救

主，也因此決定受浸加入了教會，將自己生命交托給神，讓祂

成為我生命的主宰。 

 

神的愛是數之不完的！回想以往的經歷，祂為我預備了工

作、配偶和居住的地方，無微不至，無一不備，我實在無法不

向祂完完全全地信服，無論是心靈和物質上的供應，神都給我

充充足足的預備。 

 

最近幾年，因為要方便照顧媽媽和姐姐，也回到附近的厚恩

堂聚會。我說「回到厚恩堂」，因為厚恩堂原來是我信主教會恩

泉堂當年所植的會堂，所以來到厚恩堂，實在有一種回家的感

覺。媽媽比我早來到厚恩堂聚會，我一直看見她在教會十分開

心，她凡事祈禱謝恩，凡事交托靠主，她並且常常和我分享教

會的愉快生活，每次她提到厚恩堂，便不其然在臉上流露出高興

快樂的表情。她每星期都風雨不改，返團契、返崇拜，她還鼓

勵她的老友記返教會，這些都是因為她在厚恩堂深深感受到神

的愛。媽媽喜愛返教會，是因為教會中的同工和姊妹付出了無

窮的大愛、來照顧和關心這班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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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恩堂一直照顧了媽媽和姐姐。就在回到厚恩堂聚會期間，

丈夫蒙召進入神學院，為未來的事奉作裝備。三年的神學課程

是漫長的日子，丈夫得到牧師的督導和弟兄姊妹的鼓勵，他終

於完成了課程，這三年在厚恩堂的日子，我們都得到不斷提點、

鼓勵和鍛鍊的機會。原來神是富足無缺的，只要坦然依靠祂，

祂會讓你一切充足。人算甚麽，神竟這樣顧念我，能够成為厚

恩堂中的一份子，我實在感恩無限！ 

 

                                                        得救得救得救得救及轉會及轉會及轉會及轉會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胡沛華弟兄胡沛華弟兄胡沛華弟兄胡沛華弟兄    
回想自己昔日信主得救，已是 27 多年前的事了。小時候在

天主教小學唸書，每星期有兩堂必讀的聖經課，6 年的聖經學

習並未使我獲得福音，也未令我明白耶穌基督的救恩。畢業之

後升上中學，就再沒有接觸聖經了，但有一件事卻深深藏在記

憶之中。中學時候坐在我旁邊有一位基督徒同學，一直向我分

享耶穌救恩的訊息，他鍥而不捨地向我傳了 5 年的福音，口中

常常說著同類型的基督教用語，聽多了人變得麻木，而我也始

終沒有接受耶穌。 

 

某年春天，參加了一個管理研討課程，講師談到人類眼睛的

錯覺，他拿了一張歷史人物的圖畫給同學們去辨認。這張圖畫

中的人物身份是不容易辨認出來的，最後講師說出圖畫中的是

耶穌，當時我覺得奇怪，因為我一直認為聖經只是虛構的書籍，

耶穌也只是虛構的人物。為了這個心中存疑的問題，我一直希

望可找尋答案。 

 

同年 5 月，在一間青少年中心做義務工作，當時發覺除了自

己之外，那裏的社工和義工全都是基督徒，他們有著與別不同

的特質，對人有特別的愛心，處事有莫名的動力。他們都樂意

介紹基督教和他們的信仰，他們身體力行，讓我很正面感受到

基督教的信仰。有一次下班的時候，遇到了一位多年無見的中

學同學，他生於一個佛敎信仰的家庭。交談之下，獲知他已經

信主 4 年，亦有積極參加敎會事奉，當時我向他講及接觸過一

些基督徒義工。言談之間，他感覺到我對信仰的興趣，便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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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加他所屬教會（何文田窩福堂）的聚會，我當時唯唯諾諾的

敷衍了事，我藉詞有一位義工同事會帶我到我家附近的教會（九

龍城恩泉堂）。最後，一個敷衍的藉詞，成為了我個人信仰的轉

捩點，好奇心驅使我跟這位義工返到恩泉堂。到了 9 月，參加

了第一次主日崇拜，後來便一直參加恩泉堂的聚會。我在接著

的 3 月 4 日決志信主，決志前的數天是教會的福音主日，當時

坐在我旁邊的查經班組長很緊張，當牧師呼召的時候，他怕我

失去這個機會。我沒有在這次聚會中決志，而最後在另一個聚

會中決志跟隨了主耶穌。 

 

很多人信主的時候，都帶著一些祈求去到主的面前，主若能

真的令他們的願望成真，他們才真正的相信和接受耶穌。我決

志的時候，並無附帶任何條件，我正為此沾沾自喜。在一個聖

誕夜，惡夢開始，我病倒了，起初還以為是普通的傷風感冒，

結果証實是患上了乙型肝炎，在醫院住了 10 天，完全停止上

班 3 個月，後來 3 個月每天一半時間上班。這是一個從來沒有

想過會發生的重病，當自以為生命是在自己手中，一切都穩妥

的時候，神便給我試練，死亡陰影使我對前面的路陌生，對將

來失去了信心。這時我想到神，我不斷禱告祈求平安和健康，

想到曾經驕傲自滿，神卻要顯明祂的大能，神要我謙卑地向祂

祈求，神要我明白祈求主的恩典是重要功課。我花了半年時間

跟病魔掙扎糾纏，感覺就像一個少年犯，給法官判了接受感化

一樣，但我的感化官卻是神自己，在我徹底將自己的主權交給

主的同時，神顯明了祂的信實，我失而復得的平安、健康和信

心是多麼的真實，因為這些一切一切，都是從我必須永遠相信

和仰望的神而來的。記得在三福中聽到有關人的罪，起初確是

比較難接受人皆有罪，但當想到自己決志的時候，無附帶任何

條件而曾經驕傲自滿，便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罪。自己無論在思

想或行動的層面上都無法否認帶有罪性，自己亦只能接受主耶

穌基督寶血的救贖，才能和神回復和好的關係。 

 

我信主後在恩泉堂洗禮，接下來在恩泉堂繼續聚會的時間並

不很長。信主後不久便和太太結婚，搬到柴灣居住。我們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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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恩泉堂繼續聚會，一邊在柴灣找尋較接近居所的教會。不

久便找到了宣道會興華堂，這教會當時是位於興華二期公屋，

是小型教會，聚會人數不到一百人。興華堂於 2001 年搬到連城

道較大的堂址，人數現時增至超過 300 人。我和太太在興華堂

的教會生活和事奉是時間最長和印像最深刻的。 

 

我和太太在興華堂的 20 多年教會生活中，先後參加過各樣

不同的事奉：崇拜接待、主席、領詩、詩班、主日學教師、部

員、三福隊長。其中三福隊長的事奉很有得著，每次在出隊向

未信的人講福音時，都有一種使命感，盼望能讓更多未信的人

有機會聽聞福音，盼望神使用更多的信徒，透過不同的訓練去

學習傳講福音的方法和技巧。而事實上，當年自己在決志時，

正是一次三福出隊中的福音對象，我是後來上完三福課程後才

知道這件事，所以我對三福事奉，的確有一種薪火相傳的使命

感。我完成三福課程後，有 5~6 年時間在興華堂參與其後開辦

的三福課程中的示範和帶領三福學員出隊工作。 

 

信主和結婚後，家庭和事業都很蒙恩，一切都算順利。直至

2010 年蒙召作全職事奉，花了兩年時間禱告預備，然後在神學

院用了三年時間完成道學碩士課程。完成神學課程實在再蒙主

恩典，是主親自為我的事奉開路，感謝主！ 

 

還記起在準備結婚時，將軍澳是正在發展新區，也是九龍城

寨很多居民會遷徙到的地方，也是當時恩泉堂準備植堂的地

點，可惜最後因為上班的交通便利，所以搬到柴灣。這幾年搬

到將軍澳坑口，而在居所附近的教會，也就是當年恩泉堂的植

堂，因此在厚恩堂聚會和事奉，也確實多了一份親切感和歸家

的感覺，這也是我和太太希望轉會的主要原因。 

 

                                                        得救得救得救得救及轉會及轉會及轉會及轉會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楊貴彬楊貴彬楊貴彬楊貴彬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因為中學是一間基督教學校，所以於中學時期有機會及開始接觸及

認識基督教，並認識到因為人有罪 ，自己原來都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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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是初中時認識神及決志，信主前覺得自己都是一個挺好挺乖的

小朋友，沒有甚麼大罪行，生活和一般小朋友都是差不多，最重要就是

好好盡自己的責任讀好書，所以那時覺得自己都沒有犯過甚麼罪。 

直到初中哥哥邀請我去教會，初時願意參加主要因為覺得教會內的

每位哥哥姐姐都好友善，間中又有生日會都很不錯。返了教會約一年時

間，開始深入及認真思考到底這個世界是怎樣來的，人的最根本是甚麼

形成的，宇宙和各種生物是不是有人或由誰創造的。原來這一切問題都

可以從聖經找到答案，覺得聖經內容都挺真實的，就開始學習閱讀聖經

及認識神的話語。 

 

之後於教會的一次佈道會中，講道的牧師清楚提及，原來人人都有

罪，人死了原來不是完結，將來是有審判和永恆的，但神的兒子主耶穌

為人的罪原故，竟然來到世上被釘十字架，為世人贖罪，只要我們承認

自己真是有罪及悔改，並接受主耶穌作為我個人救主，就可以得救。於

那次佈道會中，感受到神的救恩好偉大好感動，並真心決志信主。 

 

決志信主後生活的很多習慣和以前的想法都是需要不斷學習和依靠

神的幫助去成長，於教會生活和認識神的過程中其實就是不斷經歷神的

機會和使自己更加親近神的人，使自己在生活行為及人生價值觀都能愈

來愈合乎神的心意。所以，決志後的生活和價值觀都會常常考慮和思考

的，就是這樣的決定和行為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和聖經的教導。當然，人

生活在現時充滿各種試探的社會中，的確更需要時刻謹慎警醒，隨著信

主年齡不斷增長，自己接觸世界的事物和社會的人士亦不斷改變和增

加，令自己意識到有穩定親近神和教會的生活更為重要。 

 

由於現時的居住地點及有了小朋友，自己早前已有一段比較長的時

候沒有穩定的教會生活，期間有參加過不少不同教會的聚會，以尋找一

間適合自己和家人的教會。兩年前經朋友介紹接觸到厚恩堂，自己和太

太都感受到比較適合我們一家人參加和穩定投入的教會，同時亦想有真

正穩定的教會生活，盼望在教會當中自己和家人都得到學習和成長，成

為一個榮神益人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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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 透過厚恩堂、牧師及一眾同工祝福了很多不同的人士和家

庭。 

 

哈利路亞！ 

                                                                        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           李思敏李思敏李思敏李思敏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回望過去，在我身邊曾出現過很多人或事讓我接觸神。我就讀的小

學是一所天主教學校，自那時開始我便認識主耶穌。接着便是中學階

段，我跟朋友一同參與教會活動，因此加深了我對基督教信仰的認識。

一直以來我總感覺到神的同在，但並没有特別的經歷讓我感動，此感覺

不知如何形容，就是覺得神一直在看顧我。直至出來工作，圍繞在我身

邊有不少是基督徒，加上我的職業是幼稚園教師，而工作的學校多是基

督教學校，因此不時會有教師團契、基督教幼兒教育課程等，而同事間

會彼此守望，讓我深深感受到基督徒的不一樣。 

 

感恩主的帶領，在我生命中不斷地給予認識上帝的機會，縱然我多

次背棄神，離祂越來越遠，但神亦一次又一次地透過身邊的人提醒我、

幫助我。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中學階段的考試前一天，我在房間

溫習到零晨，突然聽到房外傳來一班士兵步操的聲音，聲音像是從遠到

近的，我想是魔鬼吧(因我不只一次遇到鬼)，當時我不停地禱告，隨即

聲音停止了。之後我遇到每一次的困難，我大多會祈禱求天父幫助，不

是每一次神都會回應，但也有好幾次我是感受到神是聽禱告的神，例如

醫治患肺炎的兒子、指引我到合適的職場和帶領我進厚恩這大家庭等，

以上對不相信神的人來說可能是遇然，但我就是感覺到神與我同在，而

且祂會為我選擇最適合我的路。 

 

我承認我犯了很多的罪，虧缺了神的榮耀，我確信主耶穌為我被釘

十架的救贖，同時接受耶穌基督為我的救主。在未來的路上，我會嘗試

盡力效法基督，加深對上帝的認識，作敬虔的信徒，以生命影響生命。

而在家中希望能牧養孩子，讓他們在基督的愛中成長，讓他們也懂得敬

神愛人。 

 

                                                                        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           吳淑儀吳淑儀吳淑儀吳淑儀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我小學和中學都是在基督教學校讀書，所以在很小的時候已開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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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主耶穌基督。在中學時，有幾位好同學都是基督徒，她們都曾邀請我

返教會，但因當時信心還未夠堅定，只跟她們返了一兩次便沒有再返了。 

 

直至大女兒出生後，我一直都想返教會，後來神藉著我中學同學

Sarah帶我來到厚恩，不經不覺我已返了厚恩差不多 8 年了，厚恩使我

真正認識神，知道耶穌為我們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用祂的血來赦免我

的罪，所以我希望接受祂成為我的救主，繼續返教會，鞏固我的信仰，

使我的屬靈生命得以成長。 

 

                                                                        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           許慧美許慧美許慧美許慧美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我生於一個大家庭，父母一共有七名兒女，我家中排行第六。先父

在我六歲時過身，留下先母一人獨力撫養我們成長，而她也在我二十歲

時安息主懷，她從前是一位拜偶像不信基督的傳統中國女人，在臨終患

病在床時，我領她歸信基督並接受了院牧水禮。 

 

我自小在一間基督教小學成長，在小五時，班主任帶我上主日學，

而每年放暑假時，也會上暑假聖經班。升上中學後，因著環境的轉變，

我暫停了上教會，直到會考完結。有一天，心裡不知哪裡來的聲音提醒

我是時候上回教會，於是我請朋友帶我上她的教會──九龍城潮語浸信

會。在「城潮語浸」幾年間，我參加了少年團契和主日崇拜，也上過浸

禮班，即管如此，也深覺自己未能活出基督徒應有的樣式。 

 

因著自小接受基督教學校的教誨，在我尚未信主之前，我已肯定確

信天地間有一位神──一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真神，到高中後定期上教會

聚會，聽過好多耶穌基督的真理，縱然更加認識了主，但個人改變也不

大，我仍然是那位沒信心、容易抱怨、不太懂感恩的人。升讀大學以後，

我在上學的日子裡參加了學園傳道會，大學二年級時，有一位同工再次

引我到主跟前，跟我再傳福音，在那天，我第一次決志信主，亦清楚知

道耶穌基督為了救贖世人，祂甘願道成肉身將真理帶來世界，目的是向

世人啟示永生，為了重建人與神的關係，為我們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

為我們復活顯示那即將來到的末世。從那天起，我確實了自己所犯的

罪，並虧缺了神的榮耀，願意接納主耶穌作為個人的救主，透過時刻警

醒和悔改，神是公義和信實的，願祂會赦免我過往所犯的罪，洗淨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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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不義。 

 

過去十多年間，每每遇到工作上的不順、居住環境的變遷、家庭婚

姻上的矛盾，我也學會知道所有挫折、試練也都是在神的旨意下，自己

也不斷學習信靠主，順從祂的旨意，也當作個人靈命成長，多從好的角

度出發，多感恩讚美，珍惜由神以來的福氣！願我在往後的日子裡，能

更認識神、繼續經歷神的大愛，並希望將祂的福音廣傳給身邊家人、朋

友和學生們。 

 

                                                                        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           蔡繕鍶蔡繕鍶蔡繕鍶蔡繕鍶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從小，我便跟著媽媽去教會。教會的主日學導師和小朋友都很友善，

所以我也很樂意去教會。因此，每個星期天去教會很快便成為習慣，在

教會我會讀聖經、唱詩歌、奉獻和祈禱，可是，這些都只是習慣而已。 

 

一直到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當時的班主任劉老師讓我真正的面對這

個信仰。我是一個很慢熱的人，而且很害怕陌生，可是因為當時的我在

教會遇到的都是真誠對待我的人，她又是位基督徒，所以我願意信任

她。她會主動關心每一位學生，而且每個星期她也會找一些基督徒的同

學，為著他們的生命禱告。在她的鼓勵下，我慢慢地培養了祈禱的習慣，

在家裏也會翻翻聖經。在那年的暑假，我參加了福音營，在劉老師的帶

領下第一次決志信主。當天，她跟看聖經，其中提到耶穌是如何的愛我，

又因為這愛為我而死，而且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當下，我想起自己以前

所犯的過錯，我很愧疚。知道耶穌為了洗淨我的罪而死，我很感動又感

恩，因此，我向神認罪。又因為那段時間，我真真實實地體驗過，神聽

了禱告以後，真的幫助了我，所以更希望有這麼有大能的主進入我的生

命、我的心裏，每時每刻都在我身邊，與我一同面對困難。 

 

然而，劉老師在我五年級的時候離開了。那時候，我又陷入另外的

困境當中。我很喜歡音樂，尤其是唱歌，不過，當時我的鋼琴老師要我

先彈好鋼琴，才願意教我唱歌。她的教法很嚴厲，讓我實在是吃不消，

終於，我鼓起勇氣地跟母親表達我的想法，決定另覓老師。過了幾個月，

我便找到了一位聲樂老師。可笑的是當我開始學了幾個月後，在學校的

音樂考試中，老師竟然說我唱跑調了。當是，我極其驚訝，放棄了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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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鋼琴，去學聲樂的我竟然唱跑調了！難道是我選擇錯了嗎？我祈

禱求問神，就在我疑惑的時期，我升上中學。而神的恩典就如此地彰顯，

我參加了學校的合唱團，那位音樂老師很是欣賞我，經常給予獨唱的機

會。學校內外的聲樂老師不停鼓勵我獨唱，讓我唱歌的技巧越發進步。

我很感謝神，常常為著大大小小的恩典而感恩，不論大小事項也會求問

神。就在我如此依靠神的時候，傳道人邀我跟教會幾位從小認識的弟兄

姐妹，一同成立一支新的敬拜隊的時候，剛升上中學的我便立刻便答應

了。 

 

可是，我在事奉的路上遇到阻礙。在事奉崗位中，與我事奉的弟兄

姊妹是我從小認識的，但是可能因為我們各人也有不同的經歷，以致我

們在事奉的態度、心志，甚至做事的思想、行為，好像也不一樣。在事

奉的路上，我感到很孤單，好像沒有同路人。後來，在教會的事奉更多

了，又發現當涉及人時，問題就多起來了。因此，當傳道人問我會否接

受水禮時，我遲疑了，雖然眼看身邊同年的弟兄姐妹也受洗了，可是我

卻一直保持沉默。因為我接受水禮的同時，我也要成為教會的會友，可

是我很疑惑自己能否在沒有同行者的地方全心服侍主。 

 

那段孤單的日子並沒有很快便完結，寂寞再次蔓延至學校的生活。

中學畢業後，我進了大學，但這並不是我理想的。在迎新營中，我不曾

投入。開始上學，又發現能聊得起來的同學也沒有幾個。那陣子，教會

的姊妹經常跟我提起詩班，我看見她們參加詩班似是頗有得著，又提到

詩班的指揮和班員都挺了不起的，又因為我喜歡唱歌，從中又可以運用

自己的恩賜，也沒甚麼不好的，便參加了。剛開始的半年，我還是沒有

太大的感動，反而更覺空虛。直至，那年的冬天，詩班去了靈實醫院報

佳音。還記得那天是一年的最後一天，我們走去每一個病房唱歌，看見

每一位長者因為我們的到來，那些滿足的笑容，使我感動。那時，我突

然發現原來神安排我進入詩班，是有祂的旨意的。 

 

不過，真正讓我想通自己應否接受水禮，卻只是這個暑假的事。在

暑假的時候，我參加了大專聖樂營，當中我認識了很多來自不同大學詩

班的年輕人，我發覺每個詩班員的想法也不一樣，可是當我們一起唱歌

的時候，卻是合一的。再看看身邊的弟兄姐妹，其實，我們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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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的想法有時候的不一致，看待事奉的心態也不一樣，但是我們

服侍的對象都是同一位神。就如今年培靈會早堂的萊特牧師講道的一

樣，不論我們是來自哪個教會，我們都是事奉同一位真神。 

 

感謝天父，在我短短的十幾年的人生中，讓我有這麼多領受，使我

成長了那麼多。願神掌管我的生命，願我一生尊主，一生事奉這位全能

神！願一切榮耀歸於祂！ 

 

                                                                        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           嚴鳳君嚴鳳君嚴鳳君嚴鳳君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在家中我是排行最小的，自小就十分任性及霸道，而且較為自我。

每當我遇到一些不合己意的事時就會發脾氣，並不懂得顧及別人的感

受。 

 

學校是我接觸福音的主要途徑。小一時我就讀的是一所基督教學

校，每天早上老師都會帶領我們以主禱文禱告。後來，因為搬家的緣故，

我轉校到另外一間官立小學就讀，接觸福音的機會大大減少了。之後，

奇妙地我升上了一間基督教的中學，每星期的早會唱詩、聖經課，福音

周等等不同的活動，令我認識耶穌更多。 

 

中四時，身邊的基督徒朋友要請我返圑契及教會，最終我在一次聚

會中承認自己有罪，感謝耶穌為我的罪釘十字架上，死而復活，接受耶

穌為我的救主，決志信主。 

 

信主後，我改變了。每當遇到不如意或困難時，從前的我會埋怒及

發脾氣，現在我會向主禱告，把難處交給主因我相信主會賜能力給我。

此外，主令我得到了內心的平安，讓我更懂得以寬敞的心去關懷別人。 

 

                                                                        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           林林林林        琳琳琳琳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有人比喻人生是一場旅行，那麼我的人生到目前為止都是一場無休

止的旅行。我出生在中國的一個偏遠小縣城福清-海口，並在那裡渡過

了我的童年。 

 

當我剛剛升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父母突如其來地告訴我他們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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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全家移民到香港。從此以後，我開始了一個新移民的生活，從語言

溝通上的不便到文化背景的差異，統統都要在短時間內適應。在學業方

面，我從名列前茅變成了全班倒數第一名。可是小小年紀的我，並沒有

放棄，利用課餘時間補習英語，廣東話和繁體字。皇天不負有心人，我

兩年半的努力沒有白費，這讓我考上了 Band one中學-張祝珊英文中學。 

 

正當我還沉浸在自己的小小成就時，父母親因生活所迫決定要回大

陸發展，這讓我十分無奈，性格倔強的我決定獨自留港完成學業。後來

機緣巧合之下，我有了到英國升學的機會，並在那裡完成了我的大學及

研究生學位。完成學業以後，我又回到中國大陸工作。就在這樣的人生

藍圖下，我感覺自己像沒有根的浮萍，在人生地不熟的異國他鄉經歷著

漂泊與成長的洗禮。 

 

其實漂泊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夜闌人靜時的寂寞與牽掛。對於普通

人來說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晚飯的事，對我來說一年不會超過十次。我的

生日和重要節日經常是一個人渡過的。同學們都羡慕我有著同齡人沒有

的自由-我可以幾點回家都行，沒有人管我。可他們不知道，我幾乎沒

有行駛過這種自由，我常常自己待在家裡，對著四面牆。那時的我常常

在想，我什麼時候才能擺脫寂寞的苦。當時的我並沒有信仰，也不懂得

祈禱，但是我大概懂得冥冥之中有個主宰，當發生一些在我控制範圍以

外的事情時，我常常會向這個主宰祈求平安順利。 

  

記得有一次我從英國飛往香港，在飛機起飛沒多久，我們就遇上了

強烈氣流。本來見慣場面的我還能勉強維持鎮定。可是隨著飛機的劇烈

擺動，本來在安撫乘客的空乘人員都紛紛停下手頭的工作急忙回到坐位

扣緊安全帶，我心裡知道大事不妙了。機艙裡傳來一陣陣恐懼的哭鬧

聲。就在這個時候，座位的後背電視裡出現了一位元滿臉笑容的牧師，

（後來知道他的名字叫做 Joel Osteen，他是美國著名的基督教牧師）

他正在述說著一個故事，內容大致是只要真誠祈禱，主就會垂聽我們的

禱告。我當時就像一個快要遇溺的人，緊緊地抓住這個救生圈，我不斷

的禱告：「主啊！求你一定要救救我這個罪人，我還有太多的事情沒有

完成，我不能就這樣毫無意義地死去，如果我能夠平安，我必定一輩子

信靠你！」結果飛機安全降落在香港機場。從此以後，我有了明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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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追求，我開始主動找基督教徒瞭解關於他們的信仰，對於他們的介紹

我也願意打開心扉去聆聽。後來更在他們的帶領下開始回教會做禮拜。 

 

 

回想以往，我覺得這一路走來，主一直沒有離開過我，他一直在引

領我這個罪人的腳步，他瞭解我心裡的苦，在我無助的時候幫助我。有

時候身心疲憊，我會背誦這句經文來安慰自己，「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

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 11：28)主耶穌說：你們的

生活中有勞苦嗎？你們在擔負著重擔嗎？生活很累嗎？到我這裡來

吧，我就使你們得到真正的安息。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的中，都有很

多的重擔，還有很多很多的人為了生活奔波，靈魂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 

 

感謝主！在過去的幾年裡讓我有機會接觸你的話語。感謝主！一路

引領我的道路，令我這只迷失的羔羊不至於走上不歸路。更加感謝主！

賜我一班充滿愛心的弟兄姐妹，讓我從此擺脫寂寞與孤獨的折磨！ 

 

                                                                        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           李偉祺弟兄李偉祺弟兄李偉祺弟兄李偉祺弟兄 

Since I was young I was always a very anxious child who struggled 

with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confidence. It did not help that I grew 

up in the UK whilst I was born in Hong Kong. I had been part of a church 

on and off throughout my childhood but never really understood the 

meaning or the importance of it and after finishing primary school in a 

Church of England school, my contact with Christianity also reduced 

significantly. I used to rely on myself to deal with my anxiety and fears. I 

managed to cope through comfort eating and also through use of medication. 

As I grew up I found this to not to be as effective and had to slowly find the 

courage to come off medication which allowed me to experience my 

emotions properly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also very challenging as I had 

no foundation or support that I could rely on. It was at this time I turned to 

studying Psychology, trying to understand people and emotions and 

hopefully to understand myself.  

 

Through the study of Psychology I did get better insight into myself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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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 also struck by how much could not be understood and how much faith 

was required in living a meaningful life and the need for courage to actually 

pursue meaning. I realised there was so many unanswered questions and I 

was fearful of what it meant. What if there was no point to anything, what if 

everything was just a countdown to death. It was around this time that I 

realized my need for God and that this relationship was possible as a result 

of Jesus’s death on the cross so that our sins could be forgiven. His sacrifice 

meant that we would be able to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to follow 

in his plans. I learnt to be able to trust in His destination for me and to 

follow the path that he had set even when I believed it to be very difficult or 

even when I had lost faith in overcoming obstacles. 

 

I feel that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is through the inner voice that 

guides me and I see a greater plan in place over the years which had shown 

seemingly unconnected events lead to great cha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be 

given to me. My faith in God’s love and seeing him protect and guide me to 

where I needed to be. This is especially significant when it came to 

graduating from my first degree. After my graduation, I had never imagined 

I would leave the UK. I had always intended to stay in myHome town and 

build a life for myself however things did not work out that way and I came 

back to Hong Kong after finishing my degree in Psychology. It was so 

strange and rather scary to be back in Hong Kong even though I was born 

here. I felt lost and confused yet again as my path was seemingly not going 

the way I thought was best and I feared I was going the wrong way. I was 

very wrong however as through the years I was blessed with many 

unexpected opportunities that kept me on the path that I had wanted but it 

just went a different route than I had planned. I was able to experience new 

things and gained a stronger sense of being looked after and that I could 

trust in God to take me through difficulties and come through them stronger. 

It was in 2010 that I was suddenly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train in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which not only changed the way I 

viewed Psychology but also in cementing by faith in God. This training 

gave me the tools to increase my faith despite my fears and the difficultie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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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experienced. I learnt to be able to stay with my fears and to learn not to 

act reactively to them and prevent myself from diverting from the directions 

I aimed to go.   

 

Ultimately I believe that it was God who kept me floating when I felt I 

was drowning. He has given me faith and the strength to follow in walking 

towards difficult paths, towards places I could not convince myself were 

right for me as I was too afraid to fail. I learned only not to experience 

forgiveness but also the power of God’s love and all that he has provided 

me. He has given me opportunities that I didn’t dare believe to be possible 

and I had at many times wants to give up yet again and again I was able to 

find the strength to carry on. I look back through my years and have no idea 

how I have managed to be so blessed and to become who I am today and 

have a faith that withstands criticism and attack. I hope through God’s love 

I am able to make a difference to the world and to help show God’s love. I 

believe I hear his voice which tells me that I need to keep moving forwards 

and that as long as I am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hings will somehow 

work out and that I do not need to worry about the obstacles but have faith 

and belief that I will be able to overcome it.  

 

                                                                        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           鄭寶珠姊妹鄭寶珠姊妹鄭寶珠姊妹鄭寶珠姊妹 

我從小就在一個拜偶像的家庭長大，爸媽都十分迷信。家庭中有七

兄弟姊妹，我是排行最小的，所以每逢過時過節或是盂蘭節，媽媽總愛

找家中最小的孩子來為她燒香和問卦。每次我接著媽媽送來的香，心裏

總是疑問，那些我對著說話的神像真的會聽從我的說話嗎？那些神像真

的會吃媽媽所供奉的香和食物嗎？每次媽媽叫我獨自在樓梯口燒衣，我

都感到十分惶恐，因為媽媽會先在地上用粉筆畫上了分界線，寫上了先

人的名字，我一邊燒一邊四處望，心裏真害怕先人突然在我眼前出現。

直至我轉校到一間基督教小學，開始認識主耶穌，在每次祈禱和唱聖詩

的時候，心裏總有著說不出的平安和喜樂，我會將心裏的一切都藉以禱

告告訴天父。 

 

    中學階段開始返教會和主日學，我開始認識和了解神的大能，亦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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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明白人的罪是從何而來，很想得到主耶穌的救贖，與天父和好，所以

決志相信主耶穌。我承認自己是個罪人，願意藉著耶穌基督的救贖來拯

救，並交主權給主，以主為中心。 

 

主的大能確實無人能猜度，感謝主，主將恩典臨到我們一家人當中，

我們七兄弟姊妹都先後信主，因著我們的見証和聖經的真理，媽媽在

2008 年臨終的時候，都能有接受救恩的機會，相信了主。求主能好好

使用我，使我能活出神的樣式，為主作見證，讓更多人能相信主耶穌基

督，彰顯神的榮耀。 

                                                                            
                                                                        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           關家揚弟兄關家揚弟兄關家揚弟兄關家揚弟兄 

感謝天父的帶領，讓我能聽見祢的福音，我從小就在一個佛教家庭

長大，自小就常常看見爸媽每天拜佛上香、定時燒衣。雖然當時不知道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但給我的感覺不太良好。直至升中被派到一間基

督教中學，初次接觸基督，感覺也不錯，加上人漸長大，開始知道宗教

是什麼回事，知道還有很多其他宗教。 

 

從聖經課堂中得知主耶穌基督及其他聖經人物事跡，得知五餅二魚

能飽足數千人、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過紅海等事跡，覺得非常驚訝！心裏

存在著十萬個問號，真的有人(神)能做到這些事情的嗎？但當時年紀尚

輕，將聖經的內容當作故事一般，聽完就算了。當畢業後投身社會工作，

每天都忙忙碌碌、營營役役，不知道人生存是為了什麼。但天父卻沒有

遠離我，從一次朋友的約會中認識了我太太，她是一位基督徒，她向我

傳福音，帶我返教會。初時我對基督教都存在著一些疑問，但天父每次

都會透過傳道人講道時，一一把我的疑問解開，從中給予我信心，好叫

我不得不相信祂。 

 

2007 年，我在浸信宣道會啟業堂決志信主，與弟兄姊妹一同相交

和團契，學習彼此相愛，而且決心戒掉一些粗言。2008 年，在教會的

牧養和幫助下，我和太太結婚了，並育有兩名兒子，正當我們煩惱著如

何帶兒子一同返教會的時候，厚恩幼兒學校的宗教主任(黎太)，邀請我

們一同到厚恩堂一同崇拜。我們很感恩，自我信主以來，主都一一為我

安排好一切，讓我們一家人都能繼續跟隨主和認識主。 



播道會厚恩堂得救見證集 2015 頁 23 

    信主之後，我發現自己開始懂得凡事感恩和禱告，媽媽於去年因身

體出現少毛病而情緒緊張，以致身體暴瘦，需多次出入醫院檢查，令家

人甚為困擾。在這段期間，我為著媽媽不斷的禱告，祈求天父能醫治和

保守媽媽的健康，媽媽在天父的看顧下逐漸康復，體重回復正常。這一

次經歷讓我深深感受到，祂是一位聆聽禱告和滿有恩慈的神。藉著浸

禮，我希望能堅定我對主基督的信心，求聖靈在我心上工作，好讓我努

力學習，成為一位合神心意的基督徒。  

 

                                                                        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           李子洋弟兄李子洋弟兄李子洋弟兄李子洋弟兄    
我自小就已經對這個宇宙奧妙的構造讚嘆不已，並深信這個世界有

造物主，掌管一切事物及定律。在我讀中學時，有一位同學帶我去一間

極端的基督教教會參加崇拜，我被那些人誇張的反應嚇怕了，決定離

開，並因此對基督教產生了偏見，沒有選擇信靠神。這樣沒有信主的生

命就和凡夫俗子一樣，生存的目標就是要解決生活所需，而解決生活所

需就是為了繼續生存。大學畢業後，我獲得一家跨國金融機構所聘用，

感到很光榮。當時我覺得人死了就會灰飛煙滅，故此抱著「人生得意須

盡歡」的心態，只想賺更多的錢去享受人生。 

 

2010 年，我初次跟女朋友 (現時的未婚妻) 到厚恩堂參與週日崇

拜，那是我首次真正認識主耶穌基督，基於之前的誤解和偏見，起初我

是有點兒抗拒回教會的。但後來我發現有問題的只是以前的極端教會，

並非基督教及主流教會本身。之後我不時會到教會崇拜，除了學習到聖

經道理以外，教會的溫暖使我漸漸地感受到主的愛。 

 

直至大約兩年後，事業遇上低潮，風光背後就是黑暗。由於工作性

質的關係，我看到有不少同事為了錢和權力而不擇手段，甚至會出賣自

己的靈魂去做些埋沒良心的事。而我每天就在這種工作環境中營營役

役，壓力大卻不知道除了掙錢以外，生命還有甚麼貢獻和意義，頓然對

人生感到迷失。在我感到無助的時候，我想起上帝。祂掌管宇宙萬物，

就必然早已安排好我要走的道路，使我從挫折及犯罪跌倒中得到教訓，

屬靈生命亦因而得以成長。我開始學會了禱告，亦認識到上帝的愛與包

容。祂差派主耶穌被釘十字架為我贖罪，使我領受永生的恩典，免得我

因犯罪而下地獄。在不久的一天晚上，聖靈在內心深處喚醒了我，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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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立志向主認罪悔改，祈求神的寬恕，成為祂的兒女。向神認罪後，

我的心裡感到安穩。 

 

信主後，我相信自己得救，死後會到天家。我又嘗試去祝福及寬恕

別人，包括自己曾經恨過的人。雖然有時我仍有機會犯罪跌倒，但自己

對罪的敏感性越來越大，會不時警惕自己，並會為自己做錯事而向神懺

悔，因為知道自己所犯的每一宗罪不只是得罪人，而是得罪神。我亦開

始明白人生並不是賺錢享樂，而是要做一個蒙神喜悅的人，遠離罪惡，

廣傳福音。 

 

                                                                        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           郭柏逸弟兄郭柏逸弟兄郭柏逸弟兄郭柏逸弟兄    
全因著愛 

我在一個傳統的中國家庭長大，從小接觸了很多不同的宗教信仰，

當時只覺得宗教沒有太大分別都是教人向善，雖然幾年前接受了耶穌，

自稱是基督徒，但並沒有熱切追尋神的話語，依然為這個世界的各種事

情疲於奔命。直到女兒的到來…… 

 

愛是人類永恆的話題，但又有多少人知道愛真正的意義？信主後，

我知道唯有神的愛是完全的。原來神一直愛著我，無論人生經歷順境還

是逆境，主都一直在身邊陪伴我，不離棄！一切都在他的手中，若不是

出於神，沒有一件事會發生，所以我又懼怕什麼呢？所以每當禱告完心

中都充滿力量和感動。 

 

我與太太的相識與相愛也是神奇妙的安排，更大的恩典是婚後神很

快就將一個新生命賜給我們，做了爸爸之後，神讓我一次又一次經歷他

的大能和奇妙，其實在經歷的時候是十分艱難的，但憑著信心和禱告，

我和太太互相鼓勵扶持，也是這樣經歷著神豐盛的恩典。 

 

我們的女兒比預產期提早了兩個多月來到這個世界，在各家各戶歡

度春節的時候，女兒迫不及待的到來，我和太太也沒有任何準備，回想

起仍歷歷在目。大年初二晚上，我們參加完家庭聚會回到家已經深夜，

太太告訴我腹部有一點疼痛，一小時後輕微出血，我們都很緊張，唯有

不停禱告，我馬上叫了救護車到家裡，安排太太入院檢查，從凌晨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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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騰到凌晨六點，太太才真正安頓下來，但由於寶寶提早了太多，所以

醫生依然希望可以保胎。因早產緣故我不能入產房陪伴太太，只好坐在

門外等，當時我整個人都是空白的，不知道用什麼詞語形容才好，但我

記得自己一直禱告，心也漸漸得到安靜，此時收到一條生日祝福信息，

原來今天是我生日。而我們的寶貝女兒也在兩小時後出世了！多麼神

奇，女兒與我同一天生日，這是一份厚重的禮物，神將女兒帶入我的生

命中，帶入我們的家庭中。我回想那天，細細數算著神令人無法猜透的

恩典，假設那天我沒有及時呼叫救護車，後果不堪設想；而寶寶雖然早

產，但由於她的頭已經入盆所以可以順產，真是感謝主患難之中的安排

與保守，減輕太太的疼痛。由於寶寶未滿 34周所以本打算去養和醫院

生產也臨時被轉到公立醫院。這為我們省下一筆費用，所以說神深知我

們的需要，他的恩典夠我們用。之後寶寶理所當然的被留在了醫院的

NICU，我與太太也不斷經歷著神的帶領，記得寶寶出生不久，醫院就打

電話來說嬰兒有蠶豆症，真是一頭霧水，為何會有？我與太太都很納

悶，但正因如此，令我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曾經因誤食蠶豆差點喪命，

噢！原來我一直都有蠶豆症，只是當時醫學不發達，寶寶解開了我多年

之謎！而之後數日，醫院又打電話說寶寶貧血需要輸血，我也因此在我

人生當中第一次為另一個生命負責---簽生死狀。那一刻我明白生命的

重大，以及自己作為父親的責任。在這一切的背後，最大的支持就是我

們的耶穌。每晚睡前與太太一起禱告，叫我們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的，就是我們大能的救主耶穌。因著神的愛，因著他的恩典，我也開始

反思自己的人生。我們不是在患難的時候才緊緊抓著他，我們虧欠神的

太多了，他是聽禱告的神，是滿有憐憫慈愛的主，他給我們的遠遠超乎

我們所求所想。 

 

如今我是一位父親，我常常在想：自己要做一個怎樣的父親？子女

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我們應按聖經教導孩童，引導她走當行的道，就

是到老也不偏離。是的，這才是最重要的。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我

要按聖經的教導來帶領我的家庭，教導我的孩子，讓我們與主同行過好

每一天！從決志信主到決定受洗，神一路看顧帶領著我，按他的方式愛

著我，現在我不再認為受洗是可有可無的形式，我想在眾人面前與上帝

立約。這一切全是因為愛！感謝主，今天我要受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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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得救見證           潘肇邦潘肇邦潘肇邦潘肇邦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自己本身從小已接觸基督教，由小學開始父母已帶我返教會的兒童

崇拜，還參與基督少年軍，可以說從中聽到不少聖經的故事和道理。但

對神的感覺不太真實，也未明白自己是一個罪人，只相信祂的創造我們

和神是存在。期後到我中學畢業後一個恩泉堂的聖誕佈道會中，真真正

正明白自己是一個罪人，得到耶穌基督的寶血來洗淨我罪，明白自己在

生活中犯下了不少罪，從聖靈感動下渴望悔改和救贖，所以我決志真真

正正跟從主，讓自己成為全新的自己。    
 

在小學時期初接觸基督時，這一句金句經常提醒我：「不可叫人小看

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提摩太前書 4:12)使我在小學至中學時期沒有誤入歧途不致學壞，讓

自己學習如何面對不同誘惑。 

 

畢業後，因自己的腿受傷後，更感受神對我的愛，讓我看見家人和

朋友對我的關心和勞苦，使我往後與家人關係維持更緊密。「愛是恆久

忍耐, 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

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哥林多前書 13:5-8) 

 

決志後，讓我凡事都依靠神，不論順境或逆境都明白背後一定有神

的旨意，不會容易放棄或對主失信心。到現在我都認為神所給我的知識

和能力都不是為自己而用，而是為神去作工。「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

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伯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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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    
辦事處：將軍澳厚德邨德富樓地下 7號(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會議室) 

聚會處：1.將軍澳厚德邨播道會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德康樓側) 

       2.將軍澳厚德邨德裕樓地下(厚恩堂厚恩幼兒學校) 

電  話：2702 3886             電  郵：info@efccagc.org.hk 

傳  真：2705 9233             網  址：www.efccagc.org.hk 

同  工：堂主任：黎漢華牧師 

       傳  道：梁慧嫺傳道、陳家恩傳道、余慧儀傳道 
 

 

    歡迎參加歡迎參加歡迎參加歡迎參加福音性查經班福音性查經班福音性查經班福音性查經班    
  本課程藉研讀聖經讓參加者對基督信仰有更多認識，適合對基督信

仰有興趣或初信耶穌人士參加，亦歡迎基督徒伴同親友一同出席。 

對象：對基督信仰有興趣或初信耶穌人士 

報名：欲報名參加之人士可與本堂的傳道同工陳家恩先生聯絡及查詢。 

日期：2015 年 12 月 27 日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 (一連 6個星期日) 

時間：上午 10:15－11:30 

地點：家庭活動中心會議室 (將軍澳厚德村德富樓地下) 

報名及查詢：請致電本堂或直接與本堂傳道同工聯絡。 
 

 

    特別推介特別推介特別推介特別推介::::歡迎出席聖誕期間聚會歡迎出席聖誕期間聚會歡迎出席聖誕期間聚會歡迎出席聖誕期間聚會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聚會內容聚會內容聚會內容聚會內容    

2015 12 24 四 午 7:45 「因愛．相信」 
聖誕聯歡佈道會 

    晚 9:30 報佳音 

  27 日 三堂崇拜 聖誕主日崇拜 

2016 1 4 日 午 1:15 迎新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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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聚會歡迎您本堂聚會歡迎您本堂聚會歡迎您本堂聚會歡迎您！！！！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各各各各    項項項項    聚聚聚聚    會會會會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日 
 

上午 8：45 
至   9：45 

成人早堂崇拜成人早堂崇拜成人早堂崇拜成人早堂崇拜    
（每月第 1 主日聖餐） 家庭活動中心 

兒童天地兒童天地兒童天地兒童天地（幼稚至小六級） 

上午 10：15 
至   11：30 

中堂崇拜中堂崇拜中堂崇拜中堂崇拜（（（（較適合青少年較適合青少年較適合青少年較適合青少年））））    
（每月第 2 主日聖餐） 

家庭活動中心 幼童天地幼童天地幼童天地幼童天地    
（幼稚級低班至高班） 
小學生團契小學生團契小學生團契小學生團契    

靈命培育課程靈命培育課程靈命培育課程靈命培育課程((((青成級青成級青成級青成級))))    
家庭活動中心 
會議室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每月逢第 1 主日）     

上午 11：45 
至    1：00 

成人午堂崇拜成人午堂崇拜成人午堂崇拜成人午堂崇拜    
（每月第 1 主日聖餐） 

家庭活動中心 

兒童崇拜兒童崇拜兒童崇拜兒童崇拜    幼兒級至初小級 家庭活動中心 

暨主日學暨主日學暨主日學暨主日學 高小級 
家庭活動中心 
會議室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初中級至進修級 厚恩幼兒學校 

六 下午 3：00 
至   5：00 

基督少年軍基督少年軍基督少年軍基督少年軍 
初級組 
（ 8-11歲） 

家庭活動中心 

 
     

中級組 
（11-18歲） 

 

 晚上 6：00 
至   7：15 

晚堂崇拜晚堂崇拜晚堂崇拜晚堂崇拜    
（（（（每月第每月第每月第每月第 2222 主日聖餐主日聖餐主日聖餐主日聖餐）））） 

家庭活動中心 

六((((每月逢 1、3週)))) 
晚上 8：00 
至   9：30 

基列基列基列基列((((青成青成青成青成))))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家庭活動中心 

六((((每月逢 2、4週)))) 
晚上 7：30 
至   9：30 

伯特利伯特利伯特利伯特利((((職青職青職青職青))))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家庭活動中心 

二 
上午 9：30 
至  11：00 

耆樂無窮耆樂無窮耆樂無窮耆樂無窮    －－－－    長者聚會長者聚會長者聚會長者聚會    家庭活動中心 

三（每月逢 1、3週） 
上午 9：30 
至  11：30 

慧賢慧賢慧賢慧賢((((婦女婦女婦女婦女))))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家庭活動中心 

四（每月逢 2、4週） 
晚上 8：00 
至   9：30 

男士小組男士小組男士小組男士小組    家庭活動中心 

五（每月逢 2、4週） 
晚上 8：00 
至   9：30 

希伯崙希伯崙希伯崙希伯崙((((青成青成青成青成))))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厚恩幼兒學校 

�尚有青年和伉儷等小組聚會及其他靈命培育課程，歡迎致電查詢。 


